
本报讯 通讯员晓兰报道：3月17
日，赤壁市公安局“春雷”行动再传捷
报，破获一重大飞车抢夺案，扣押作案
摩托车一辆，追缴被抢现金、手机等财
物价值2万余元。犯罪嫌疑人袁某 、于
某已被刑事拘留。

3月16日下午5时，该局“110”接
报警：一女性受害人聂某在金三角工行
门前路边行走时被两名男子骑摩托车
飞车抢夺抢走手提包，包内有现金1万
余元，苹果手机1部等物品，价值2万余
元。接警后，蒲圻派出所值班民警迅速
赶赴现场，开展侦查工作。下午5时10
分，该局“110”再次接到报警：107国道
凤凰山路边另一女性受害人陈某行走

时被两名男子飞车抢夺抢走手提包。
接警后，正在老财政局附近调查访问的
蒲圻所侦查民警分析，两起飞车抢夺案
间隔时间只有十来分钟，且发案地点都
在城区，可串案侦查。下午5时30分，
赵李桥治安检查站民警查获两名由北
向南骑摩托车的可疑男子，并移交给蒲
圻所追缉而来的侦查民警。

据查：3月16日，两人伙同另两人
（在逃）分别驾驶
两台摩托车，窜至
赤壁市飞车抢夺
作案两起。目前，
此案正在进一步
审理深挖之中。

本报讯 通讯员吴戈报道：疏忽大
意往往会惹祸上身，特别是个别女性朋
友，有时由于过于轻信，将自己置于险
境。近日，通城法院审结一起强奸案，
被告人岑某（男，35岁）因犯强奸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2014年9月30日凌晨一时许，被告
人岑某与女友及女友的女同事郜某一
起在通城县隽水镇某歌厅处K歌喝酒

后，看到其女友及郜
某均在醉酒状态，便
来到该镇一家宾馆，3
人同宿在岑某与女友
已登记住宿的客房
里。由于喝多了酒，

郜某进房后感到头晕脑胀，连外衣都未
脱便倒在床上沉沉睡去。凌晨2时许，
岑某起床上厕所时，看到其女友及郜某
均在醉酒昏睡遂起邪念，便乘郜某昏睡
之机对其实施性侵。次日早上7时许，
郜某醒来发现自己被性侵，遂打电话报
警。7时30分许，公安民警在该宾馆将
仍睡在床上的岑某抓获。

法院审理认为，岑某违背妇女意
愿，趁被害人酒后熟睡之机与之发生性
行为，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鉴于岑某
的亲属主动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得
到了被害人的谅解，综合考虑岑某在本
案的犯罪手段、犯罪后果及社会危害性
等，遂作出上述判决。

飞车抢夺财物
民警迅速擒贼

性侵醉酒女性
男子领刑三年

2016年3月25日

星期五
专刊部主办 责任编辑：刘晖 组稿：陆秋良

电话：18972813287 E-mail:2997541987@qq.com（市委政法委宣教科）

0715-8128771 E-mail:xnliuhui0921＠163.com（咸宁日报专刊部） 5版

咸宁市委政法委
咸 宁 日 报 社联合主办法治咸宁

市中院

学习贯彻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
本报讯 通讯员佘建兰报道：3月18日，市中院组织收

听收看全国法院学习贯彻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
电视电话会议，集中学习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
强以及省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李静的讲话。

市中院党组书记、院长刘太平就贯彻落实十二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精神指出，一是要增强大局意识，围绕“五位
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牢固树立“五
大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好审判职能，为咸宁绿色崛起提供有
力司法服务和保障。二是要增强风险意识，全力维护社会大
局稳定。三是要增强责任意识，抓好执法办案第一要务。四
是要增强改革创新意识，加强对干警的思想引导，凝心聚力，
合力攻坚，全力推动司法改革任务的落实。五是要增强从
严治院的意识，全力打造过硬的法院队伍。

本报讯 通讯员吴瑛子报道：3月18日，省女检察官
协会咸宁分会召开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审议通过第一
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常
务理事、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

据了解，近五年来，省女检协咸宁分会先后有101名女
干警受到市级以上表彰，其中2名女检察官受到中央政法
委表彰，4名女检察官受到省级表彰，3名女检察官被评为
全省优秀公诉人。市检察院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维护妇
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市院公诉处荣膺“全国巾帼文明
岗”称号，市女检协被市妇联评为全市“三八”红旗集体。

省女检协咸宁分会

召开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

3月23日，襄阳中院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周杰一行
来咸宁中院考察学习落实“两个责任”的工作经验，并参观
了大审判法庭、羁押室、实物档案陈列室。

通讯员 佘建兰 摄

襄阳中院来咸考察

本报讯 通讯员王晓明、喻文嫒报道：3月21日，我市
“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全联通、全覆盖”培训暨现场推
进会在嘉鱼县检察院召开。市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
长李凯出席会议。市院侦查监督处干警、基层院分管侦监
工作副检察长和主任检察官、嘉鱼县行政执法单位信息录
入员等117人参加会议。

会上，武汉兴得科技有限公司申兆斌工程师对“两法
衔接”平台的概况、登录系统、案件录入、案件办理、案件统
计和案件咨询、查询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并结合各
种不同类型的真实案例通过模拟平台在大屏上进行流程
操作演示。

我市

召开“两法衔接”培训推进会

本报讯 通讯员熊少斌报道：3月
18日，我市召开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
促进会常务理事座谈会。

会议通报了去年我市社区矫正安置
帮教工作情况，听取了市社区矫正安置
帮教工作促进会工作汇报和2016年工
作安排，市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促进

会常务理事会成员就促进会工作提出了
意见和建议。常务理事会成员表示，要
充分发挥促进会这一社会组织在社区矫
正安置帮教工作中的作用，进一步发动
社会力量参与矫正帮教工作，开展困难
社区服刑人员和刑释帮教对象的帮扶，
协助司法行政部门做好矫正帮教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黎红星、肖耀华
报道：近日，省司法厅通报 2015年度
市州司法局目标责任制工作考评情
况，市司法局获评目标责任制考评优
秀单位。

2015年，市司法局紧紧围绕党委政
府工作中心，以目标责任制工作为抓

手，全面深化司法行政体制机制改革创
新，充分发挥法律宣传、法律服务、法律
保障、法律执行四大职能，勇于担当、主
动作为、精准服务，圆满完成各项工作
任务，为平安咸宁、法治咸宁建设及省
级战略咸宁实施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作
出积极贡献。

市司法局获全省目标责任考评优秀单位

本报讯 通讯员工商报道：3月15
日，通山工商局、县消费者委员会围绕

“新消费 我做主”主题，在县政务服务中
心广场举办“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
护日大型宣传纪念活动，食药、质监、商
务、文体、烟草等多家执法部门以及移
动、电信、景元燃气等企业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执法部门工作人员以展
板、宣传单等方式积极宣传消费维权小

知识，并现场为广大群众提供投诉咨询
服务。22家部门、企业共现场发放宣传
资料2000余份，设置宣传展板36块，接
受群众咨询300余人次，受理群众投诉
5起。

今年，该局将在加深消费教育引
导、加大消费维权力度、加强维权网络
建设方面再下功夫，着力为全县广大消
费者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通山举办“3·15”大型宣传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通司法报道：3月
18日，通山县司法局召开司法行政工作
会议。

会议对2016年工作作了部署，要
求发挥人民调解职能，在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上实现新作为；发挥社区矫正、安
置帮教职能，在特殊人群的教育转化中
取得新成效；发挥普法职能，在全面推

进法治通山建设进程中作出新贡献；发
挥法律服务市场管理职能，在构建便民
法律服务体系中完成新延伸。

会议表彰了2015年度的先进单位
和先进个人。县司法局长、党组书记宋
骄阳与各司法所所长、各部门的负责人
签订了工作目标责任状和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状。

通山司法局部署2016年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陈继井报道：3月
23日上午，通山县人民法院在第四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李某与被告周某、
石芦石矿劳务承包合同纠纷一案。副院
长程昌身担任审判长。这是该院领导作
为主审法官审理的第一起案件。

李某与周某签订一份矿石开采《承
包协议书》，因被告没有按照约定做好相
关准备工作，导致原告无法按合同生产，
为此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

庭审中，被告周某辩称自己没有违

约，是原告携款潜逃，自己还为原告垫付
了工人工资，为此周某提起反诉，要求李
某支付已垫付工资及违约损失。

经证人出庭，了解到证人浦某与李
某是合伙关系，故当庭追加浦某为原告；
旁听人员吴某实为矿区负责人，遂追加
为第三人。

因案情复杂，本诉反诉一并审理，部
分证据不能当庭提交，双方当庭难以提
出合理调解方案，庭审在持续三个多小
时后宣布休庭，将择日再次开庭。

通山法院“第一槌”审理劳务合同纠纷案

本报讯 通讯员吕铁桶报道：3月
17日，嘉鱼县公安机关集中警力，以迅
雷之势对鱼岳城区棋牌室、麻将馆、宾
馆酒店等涉嫌赌博活动场所同时采取
突击大排查，集中开展整治专项行动。

行动中，现场查处收缴麻将赌博机
45台，现场查封麻将赌博场所11家，对
非法经营业主进行戒训并依法给予相
应的治安处罚，对参与人员进行严格批

评教育。
一直以来，嘉鱼县公安机关始终

保持对各类赌博行为严查严打高压态
势，并作为公安机关常态工作牢牢抓
在手上，不断加大查处打击力度，对赌
博苗头及现象，露头即打，并动员市民
积极提供举报线索，通过多角度、多方
位持续围剿，使赌博现象得到有效遏
制。

嘉鱼公安开展打击赌博专项行动

2015年，我市以“建成全国先进、全
省一流的法治政府”为目标指引，紧抓

“三个关键”，发挥“三个作用”，深入推进
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为咸宁绿
色崛起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年终市
政府依法行政考核在全省17个市州政府
中名列第一。

一、紧抓“关键少数”，发挥关键示范
作用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市注
重发挥作为“关键少数”的主要领导干部
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关键示范作用”。
市长率先垂范，积极担当“第一责任人”
职责。各县（市、区）和市政府各部门行
政首长上行下效，主动作为，在全市凝聚
起法治政府建设的强大推力。

（一）领导带头，强化法治政府建设
责任。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法治政府
建设工作。市委书记、市长不同场合多
次强调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意义，对全
市依法行政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市长积极担当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
人”职责，将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纳入政
府重要议事议程。年初市政府全会安
排县（市、区）和市直部门主要负责人报
告本地、本单位上年度依法行政工作成
效，部署本年度依法行政重点工作。市
政府每年出台年度“依法行政工作要
点”，每年完成法治政府建设“十件实
事”，集中力量，重点突破，确保2020年
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完善《咸宁市依法
行政考核办法》，提高依法行政考核在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政府绩效考
核中的权重，并严格落实考核结果通报
制度，有力倒逼依法行政。建立行政机
关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年度述职述廉述
法三位一体考核制度，明确述法考核不

合格，不得评先评优。各县（市、区）政
府和市政府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自觉将
法治政府建设责任扛在肩上，将思想和
行动自觉统一到全市法治政府建设的
大局上。

（二）多措并举，提升法治政府建设
能力。用活用好宣传培训、典型示范等
工作手段，推进法治思维入脑入心和法
治能力的显著提升。一是利用媒体宣传
营造氛围。在《咸宁日报》、《楚天法治》
开设“行政首长谈依法行政”专栏，定期

“点将”各县(市、区)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一把手”，围绕“思维法治、职权法授、行
为法限、程序法定、纠纷法解、责任法究”
畅谈依法行政，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
二是举办专题培训加油充电。组织各县
市区政府常务副县长（区长）、法制办主
任，市政府各部门分管领导、法制机构和
执法机构负责人200余人进行专题培训，
较好地提升了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
盾、维护稳定的能力。三是创建“依法行
政示范单位”。市、县两级政府每年评选
表彰一批“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发挥先
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全面推进依法
行政。

二、紧抓关键机构，发挥关键助推
作用

市政府法制机构积极履行“操盘手”
职责，勇于担当，主动作为，推动关键工
作落实，全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一）加强整体谋划。市政府法制办
提请市政府率先出台了《关于加快建设
法治政府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到2020
年，基本建成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
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
全国先进、全省一流的法治政府”的工作

目标，明确了未来五年法治政府建设的
总体要求和基本目标、主要任务和工作
措施。

（二）推动依法决策。市政府法制办
每年提请市政府出台全市依法行政工作
要点，明确要求政府各部门普遍设立法
制机构，法制机构负责人列席部门领导
班子办公会议。组建由11名专、兼职法
律顾问组成的政府法律顾问团，市政府
法制办主任担任首席法律顾问。出台
《咸宁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则》，
2015年共召开政府常务会议25次，集体
研究112项重大事项，首席法律顾问全程
列席会议，保证了依法决策。

（三）强化执法监督。在全省率先成
立市政府行政执法监督局，与市政府法
制办合署办公，加大了行政执法监督力
度，促进严格公正执法。全面清理行政
执法主体及行政执法人员。确认具有行
政执法主体资格的市级行政机关（含二
级单位）81个，市级在编、在岗并持有执
法证（不含监督证）的市级行政执法人员
1282人，清理无证执法人员53人。2015
年集中评查144份行政执法案卷,并通报
了案卷评查结果。加强行政执法个案监
督，2015年市政府行政执法监督局受理
群众投诉案件2件，纠错2件，有效规范
了行政执法行为。开辟行政复议网上受
理平台，进一步畅通行政复议渠道。
2015年受理行政复议案件135件，综合
纠错率达到62.2%，纠正了一批违法或不
当行政行为。全面推行阳光执法“四公
开”，即公开行政权力清单、公开行政处
罚裁量基准、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开
行政执法人员信息。以公开促公正，以
透明保廉明。

三、紧抓关键改革，发挥关键引领作用

（一）推进审批监管改革。一是建立
三个清单制度。相继公布《市级行政权
力清单》、《行政事业性收费清单》和《咸
宁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资工业企业市
场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坚持
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二
是开展审批制度改革，审批事项和管理
事项从原有的 1325 项减至 594 项。
2015年，市政府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取
消调整行政审批项目25项。其中，取消
3项，下放2项，承接19项，转其他行政权
力事项1项。三是改革商事登记制度。
开通网上申报系统，企业和群众足不出
户便可上网申报办理审批事项，启动了

“三证合一”、“同城通办”、“先照后证”、
“一址多照”、“一照多址”等新规，极大地
激发了市场活力。

（二）推行综合执法改革。重点推
进食品药品、文化等领域的综合执法，
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环保局、市文
新广局、市商务局、市安监局等部门全
面实行“一个执法部门一支执法队
伍”。在咸宁高新区推行综合执法改革
试点，依法采取委托授权的方式将市政
府相关部门和咸安区涉及咸宁高新区
的行政审批和监管执法权力事项向咸
宁高新区行政审批局、市场监督管理和
综合执法局集中，探索实行“一个部门
管审批，一支队伍管执法”，市政府法制
办全程参与综合执法改革，确保了改革
在法治轨道上前行。

紧抓“三个关键” 发挥“三个作用”
市政府法制办党组书记、主任 舒宇光我市公检法召开联席会

研究电子卷宗制作与移送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余冬望报道：近日，市公安局、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市检察院召开联席会，就电子卷宗的制作、移
送、使用和存贮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会议一致认为案件电子卷宗制作与移送应当遵循规
范、同一、安全和保密的原则，切实做到电子卷宗的内容与
纸质卷宗保持完整一致，形成了相对统一的电子卷宗制作
技术规范，努力实现电子卷宗在司法办案中的高效传递和
资源共享。

市检察院检察长罗继洲强调，加强案件电子卷宗制作
工作是规范司法行为、提高办案效率的迫切需要，做好案
件电子卷宗的制作、移送与管理工作是公检法三机关的共
同义务，会后应联合行文，明确有关工作原则、程序和保密
要求，确保互相衔接、高效配合、有序运行。

我市召开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会

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协办

法法治治论坛


